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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财政决算审计进点会

提高土地﹃含金量﹄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楚门借力﹃五化一提升﹄打通园区﹃动脉﹄

8 月 1 日，在楚门科技工
业园区内，科园桥工程已开始
沉台建设——该项目将打破
园区一分为二的地理现状，为
园区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科园桥南岸，一幢 5 层楼
房主体部分已完工。不久后，
这里将变身园区服务中心，通
过全面打造综合性智能服务
平台，为企业规划建设、安全
生产、科技创新等提供“智力”
支持。
“楚门抢抓新一轮制造业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机遇，
通过‘五化一提升’专项行动，
念好园区改造‘拆、改、转’三
字经，将楚门产业转型升级的
‘华山一条路’走深走实。”楚
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柳国舜
说，该镇力争通过 3 年时间实
现 园 区 规 上 企 业 、规 上 产 值
“双翻番、双破百”。

腾退收购，
破解瓶颈制约
“围墙外”改造，只能改变
园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直观印
象；
“ 围墙内”改造，才是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楚门坚持以“拆”字开路，
通 过 政 府 有 形 之 手 ，重 点 关
停、拆除一批“两高一低”企业
违建厂房，截至目前累计拆除
4.35 万平方米，成功打破园区
企业通过“出租厂房混日子”
的旧有平衡。
该镇将园区内 174 家宗地
企业根据区块划分为 5 个片
区，全面开展相关专项行动。
腾退台州飞龙家具有限公司厂
房内的“低小散”企业，启动收
购程序，是当地因地制宜推动
优化升级走出的
“大胆一步”
。
飞龙家具区块位于园区
中 心 地 段 ，是 典 型 的“ 厂 中
厂”，49 家“低小散”企业产出
微乎其微，集聚还带来“脏乱
差”及消防安全隐患。宗地企
业主痛定思痛，决定顺应园区
改造提升的大趋势。
在腾退过程中，该镇同步
推进回收程序，协助企业进行
抵押土地证收回及土地分割
工作。经过多轮协商，与宗地
企业主达成收购意向确认，并
完成地块收购价第三方中介
评 估 。 未 来 ，楚 门 镇 将 投 资
1.5 亿元对该区块进行改造。
“项目达成后，将引进生物制
造、高端机械、智能制造等头
部企业。”楚门镇经济发展办
公室主任王红波说。

以审计工作高质量推动发展高质量
本报讯 8 月 3 日下午，我市召
开财政决算审计进点会。
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年胜，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彬出席会议。台
州市审计局副局长杨野群到会指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第十八条规定，
台州市审计局自 2022
年 8 月 3 日起对玉环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财政决算进行审计。会上，杨野
群从开展财政决算审计工作的重要
性以及上级对审计工作的要求等方
面作了讲话，对需要我市在审计过程

中协助、配合的有关事项提出了明确
要求。
杜年胜代表市委、市政府在会上
作表态发言，对审计组全体成员来我
市开展财政决算审计表示坚决拥护
和完全支持。他说，加强财政决算审
计监督对管好用好公共资金资源、更
好发挥财政政策效应、促进经济发
展、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此
次审计既是对我市财政工作的经济
体检，
也是一次高质量的实践指导。
杜年胜要求，全市上下要坚持贯

审计任务。
要坚决认领审计发现的问题，坚
持立行立改。坚持问题导向，瞄准薄
弱环节，强化问责问效，坚决做好审
计“后半篇文章”。同时，要以审计整
改为契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
完善责任体系和长效机制，进一步规
范预算执行、财政支出、重大经济事
项决策等经济行为，努力提升财政管
理水平，真正把审计工作的成效体现
到推动玉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实践中去。
（黄勇）

林成辉深入一线开展“送清凉”
活动

表达对高温下劳动者的敬重和关爱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政协主席
林成辉带队深入清港镇、楚门镇开展
高温“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奋战在
高温酷暑下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
去“清凉礼包”，并对他们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
“天气炎热，大家都辛苦了，记得
做好防暑措施。”在 228 国道清港连
接线工程施工现场，林成辉慰问了现
场工人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连日
来，节节攀升的高温给户外施工带来

了严峻考验，但工人们不畏酷暑、坚
守岗位，加足马力抢抓工期，有序推
进项目建设。林成辉感谢大家为玉
环发展作出的贡献，并叮嘱工人们要
注意防暑降温和施工安全，施工单位
要加强现场管理，科学安排施工时
间，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保证工程如期完成。
在德邦快递清港营业部和饿了
么台州达杨清港站，林成辉看望慰问
了快递员、外卖小哥，亲切询问了他

们的日常工作及高温防护情况等，叮
嘱他们在走街串巷做好派送服务的
同时也要注意个人安全，做好防暑和
防疫措施。
随后，林成辉一行来到楚门镇神
州物流公司，慰问货车司机，并为他
们送上清凉饮品。货车司机作为新
就业形态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保
障了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的畅通、产
业供应链的稳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林成辉要求，相关

部门要为货车司机提供避暑乘凉的
舒适环境以及各类防暑降温用品，让
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和关爱，努力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张思寒 刘斌辉）

应曙华深入玉城、坎门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严防严控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本 报 讯 昨 天 上 午 ，市 委 副 书
记、政法委书记应曙华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先后深入坎门、玉城等地实地
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在坎门街道海港社区的一家药
店，应曙华详细了解了药店客流量、
人员与药品登记等情况。针对该药
店部分购药人员信息登记不完整等
问题，应曙华当即要求药店整改到
位，并全面排查漏洞，从严从紧按流

程和要求抓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应曙华指出，药店、诊所要充分发挥
“哨点”的监测预警作用，严格按照防
疫要求把好购药关、登记关，坚决执
行戴口罩、测温、查码、关键信息询问
等规定动作，切实提高“哨点”监测的
敏感度和有效性，筑牢疫情防控防
线。
在吾悦广场的永辉超市，应曙华
认真查看超市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并详细询问了相关商品
供货渠道。他指出，超市要严格落
实出入人员体温检测和扫码查验，做
好超市从业人员自身防护 ，定期消
杀场所内外环境，进一步加强冷链
食品防疫管理，抓好每个细节，确保
不出纰漏。
督查中，应曙华还随机来到部分
街区，查看核酸检测工作开展情况。
他要求，各乡镇（街道）要进一步强化

属地管理，充分利用宣传喇叭、电子
屏等方式，不厌其烦、持续加强社会
面宣传引导，提醒广大市民积极参加
核酸检测；要结合人口规模、地理交
通、场地条件等实际情况，科学合理
布设点位，并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引
导市民分批次、分时段、错峰有序地
参加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不落
一人。
（苏彬辉 董伯志）

城乡融合 整体大美

“零地技改”
，
盘活发展空间
“厂房桩基施工已完成，
主体部分进场施工……”8 月 1
日，台州瑞祺工具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金国告诉记者，镇纪委入企调研得知该公司厂房存
在纠纷后，
推动有关单位予以协调解决。
今年初，楚门积极引导园区内容积率低、厂区陈旧的企业
开展“零地技改”，
黄金国第一时间响应。
“‘瑞祺’现有厂房已无法满足生产需要。”黄金国介绍，今
年外贸回暖，企业上半年订单一直处于赶工状态，无法大面积
停工来扩建厂房。
“与周边企业达成老旧厂房转让交易，
启动
‘零地技改’
是
‘瑞
祺’
最好的选择。
”
助企服务员、
楚门镇副镇长龚时群第一时间介
入，推进项目落地动工。
“瑞祺”新厂房投资约 4000 万元，预计今
年底竣工，
明年上半年正式投产后，
企业可实现产能翻番。
截至目前，
浙江家家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市鹤梦管
件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
“零地技改”
项目已开工，
预计投资额约3.4
亿元，
计划全年推动园区内30家以上宗地企业进行
“零地技改”
。

彻审计工作要求，切实提高站位。充
分认识审计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提
高接受监督检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此次审计
工作上来。
要坚决服从审计工作安排，全力
支持配合。严格按照审计组的部署
和要求，主动接受审计，自觉接受检
查，诚恳接受监督，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措施支持配
合审计组开展工作，共同完成好此次

“花园式港口城市”创建持续发力
本报讯 8 月 3 日下午，市委副
书记应曙华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
入玉城、龙溪、干江等地的“花园式港
口城市”创建点位，实地查看环境面
貌、项目建设进度，推进创建任务落
细落实落到位。
市领导李伟文参加调研。
龙溪镇梅岙村漩栈线公路整治
提升工程设计总长约 3.6 公里，内容
包括对道路两侧建筑赤膊墙进行涂
料粉刷、采用乡土树种三角梅对围墙

绿化进行提升，以及原梅岙村公园整
治提升。在该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树
苗已陆续栽种完毕，公园施工正如火
如荼，应曙华给予肯定，他指出，相关
单位部门要通力合作、共同发力，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城市面貌，增
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根据“花园式港口城市”创建工
作方案，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市将以
全面实施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为
主要抓手，与国家园林城市复评、未

来社区建设、城市有机更新、美丽城
镇建设等工作深度融合、集成推进，
聚焦重点区域和入城（镇）门户、高速
口、景观大道等重要节点，从点到块、
由块及面，逐步形成“城乡融合、整体
大美”
的格局。
调研中，应曙华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以更高的站位看待“花园式港口
城市”创建，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行
动，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要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花园式港口城

市”创建，把握节点、聚焦重点、突破
难点，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
提效；要以更强的合力保障“花园式
港口城市”创建，主动担当作为，形成
工作合力，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条块结合、通力协作，凝聚起创建的
强大合力。
当天，应曙华还来到干江镇漩栈
线盐盘段、S226 省道黄泥坎隧道口，
查看了道路沿线环境，了解了点位创
建情况。
（吕琼雅 姚守约）

筑巢引凤，
增添发展动能

不久前，位于园区胡新村片区的胡新小微园区建成投用
——10 多栋“低矮”小厂房被 2 幢 4 层新厂房替代。
“新厂房不仅
实现租金翻 3 倍，还集聚了一批拥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实现产业
升级。
”
胡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叶纪纲说。
不远处，中山小微园也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 8000 万元。
建成后将集聚发展一批高端制造、机械制造等新兴产业，以及
规上配套等优质企业，
为楚门工业发展提供后备力量。
“五化一提升”改造，成了激活楚门科技工业园区发展的
“引子”。
改造过程中，楚门镇除了向内做优存量，还不断向外激活
变量。聚焦智能机械制造类、智能水暖卫浴制造类和生物医药
类三大领域，
制定全年招商计划，
招引优质新兴企业。
通过前期洽谈，浙江沃坦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 5G 配套
设备产业化项目基本确定落地意向。该项目投产后，3 年内产
值预计可达 10 亿元。
“为促成项目尽快落地，我们积极对接相关
部门，为企业争取‘一事一议’政策优惠。”王红波说，镇里将继
续深入研判产业链细节，做好强链、补链、延链文章，提前谋划
布局现代化智能产业体系。
郑红
值班总编：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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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
“海韵玉环丝路行”
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我市计划在 8 月 20 日
举行“海韵玉环丝路行”启动仪式，吹
响“海韵玉环丝路行”全面推广的号
角。从今年 9 月至明年 4 月，根据前
期排摸情况，挑选几个合适的国家，
全面推进海外驿站建设，扩大交流
面。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融入“一带
一路”，开展“海韵玉环丝路行”新闻
发布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波
介绍了“海韵玉环丝路行”活动相关
情况。
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新闻中心：
87208838

海婷和市侨联主席戴剑军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据悉，
“海韵玉环丝路行”是我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一带一路”
建设倡议和省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助
力建设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
动玉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创新
之举和有益探索。
自活动开展以来，我市国际交流
资源日趋丰富，海外驿站建设稳步推
进，海外华校云牵手日益密切，国际
文化交流活动实现互通。截至目前，
已建立
“海韵玉环”
匈牙利驿站、
“海韵

报刊中心：
87227442

广告热线：
87279666

玉环”
印度尼西亚驿站 2 处海外驿站，
第 3 个海外泽站——
“海韵玉环”
韩国
（唐津）驿站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
接 下 来 ，我 市 将 通 过“ 组 船 出
海”，创新海韵玉环国际交流内容和
矩阵；
“ 造船出海”，建立海韵玉环港
澳台海外驿站、展厅（柜、屏）；
“ 搭船
出海”，开展海韵玉环海外华校云牵
手；
“ 借船出海”，开展在华国际留学
生（友人）海韵玉环行，将“海韵玉环
丝路行”打造成为讲好玉环故事、传
播玉环声音、展示玉环形象的扩音
器。

发行投诉：
87226604

我市计划在 2023 年年底，建成
“海韵玉环”海外驿站 10 家，设立“海
韵玉环”海外展厅、展柜、展屏 50 处，
“海韵玉环”海外华校云牵手 10 家，
承办“中国寻根之旅”海外华裔青少
年夏令营或“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
海外华裔青少年网上夏令营 3 期，举
办“走进玉环、感知中国”在华国际留
学生（友人）海韵玉环行活动及其他
全国性、国际性会议，多措并举，建成
完备的玉环国际交流机制，有效提升
玉环国际交流水平。
（林怡彤 张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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